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[摘 要] 在我国当前开展农村建设战略的大环境之下,农村整体的饮水工程也正在迅速的开展,取得了
较大的效果,但是也出现了一些问题。饮水工程本身就需要有效的群众支持,同时还必须依托于更为广泛
的群众基础来开展。良好的农村饮水工程建设能够促进农村整体生态环境的保护,更加有效的满足农民
的生活需求。本文通过对农村饮水工程当前发展的一些现状进行分析,研究了整个饮水工程开展过程中
出现的一些问题,并且就问题提出较有针对性的解决措施,为今后农村饮水工程更稳定的建设提供保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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